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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濕地日活動報名須知 

「共生與共榮-濕地產業與標章推廣」 

內政部營建署為呼應國際濕地日並推廣濕地保育理念，及推廣濕地標章，協

助地方發展特色產業，擇定於 2019 年 1 月 26 日辦理 2019 濕地日推廣活動，主

題設定為「共生與共榮-濕地產業與標章推廣」，於臺北圓山花博公園長廊廣場

結合 2019 花博農民市集擴大辦理，設立濕地保育成果展示及濕地共生產業農、

漁產品推廣攤位，展現濕地特色與生命力，提供親子一同寓教於樂，認識濕地之

美，瞭解濕地生態保育的價值。 

2019 濕地日推廣活動，配合 2018 國際濕地大會臺北宣言，依據「濕地保育

法」及國家濕地保育綱領，並呼應明智利用及里山倡議之精神，積極推動友善環

境生產及濕地標章為活動主要目標，期望透過濕地日宣導大眾，更能了解濕地及

產業密不可分之關係，且能共生及共榮，並搭配內政部營建署推行「濕地標章」，

期透過市場機制，增進濕地生態保育功能及經濟效益，對於農民與漁民參與生態

保育的貢獻是一種鼓勵與肯定，民眾對於友善環境農產品的消費，更是一種支持

生態保育的具體實踐。 

2019 濕地日活動內容豐富多元，以濕地講堂、濕地電影院、濕地標章體驗、

濕地知識問答及響應濕地日行動，帶領民眾體驗濕地的奧妙與精采。並於上午舉

行「重要濕地成果表揚大會」，共有 7 個國家級重要濕地及 6 件國家重要濕地保

育行動計畫，皆獲得評鑑特優等，為鼓勵各部會機關、各縣市政府及 NGO 組織

等對於濕地保育的參與，於本次活動進行表揚授證。 

辦理主題：2019 濕地日：共生與共榮-濕地產業與標章推廣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北市農會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會 

活動時間：2019 年 1 月 26 日(六)10:00-17:00 (一天) 

活動地點：臺北圓山花博公園長廊廣場 

邀請對象：內政部營建署所屬機關、其他合作部會、各縣市政府、105 至 106 年

度補助計畫執行團隊、民間團體等，以及對濕地環境議題有興趣之大

專院校相關系所及ㄧ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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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濕地日活動總議程 

表 1.濕地日活動議程 

時間 主舞台 
濕地環境   

教育體驗 
響應濕地日 

濕地電影院 

【輪播】 

10:00~10:15 報到 

1.濕地標章推

廣 

2.濕地知識王 

限量濕地食材

200 份 

1.濕地成果宣

傳展示 

2.連署 2018 濕

地保育臺北宣

言 (限量小禮

200 份) 

濕地相關影片行

銷宣傳 

1. 國際交流之影

片 

2. 濕地標章成果

影片 

3. 國家重要濕地

攝影集 

10:15~10:25 
主辦單位致詞 

內政部營建署 

10:25~10:30 貴賓致詞 

10:30~10:45 

【國家重要濕地成果發表】 

主講人：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 各合作部會及各縣市補助之濕

地復育成果發表 

2. 國際交流經驗：國際濕地大會、

濕地種子營經驗分享 

3. 濕地標章推動及歷程 

4. 其他濕地保育復育及環境教育

等行動 

10:45~11:30 

【重要濕地成果表揚大會】 

以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單

位為主。 

------請詳表 2------ 

11:30~ 

記者會結束 

工作人員引領貴賓至展示區 

及濕地體驗攤位 

13:30-14:00 

【濕地講堂 1】濕地產業共榮 

馬太鞍重要濕地經驗分享 

主講人：吳昌鴻執行長 / 洄瀾風生

態有限公司 

15:00-15:30 

【濕地講堂 2】金山倡議 

清水濕地地景維繫與產業深耕 

主講人：邱銘源副執行長 / 春雷創

意顧問有限公司 

17:0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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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濕地成果表揚大會議程 

表 2. 表揚儀式之細部流程 

時間 內容 

頒獎開始 

「105 及 106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經營管理」評鑑成績－特優等 (7 件) 

10:45~11:00 

1. 桃園市政府 (1) 許厝港重要濕地 

2. 高雄市政府 (2) 洲仔重要濕地 

3. 苗栗縣政府 (3) 西湖重要濕地 

4. 澎湖縣政府 (4) 青螺重要濕地 

5. 宜蘭縣政府 (5) 雙連埤、蘭陽溪口、五十二甲、無尾港重要濕地 

6.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6) 慈湖重要濕地 

7.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7) 七家灣溪重要濕地 

11:00~11:10 團體合照 

「105-106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評鑑成績 

－特優等 (6 件) 
執行單位 

11:10~11:20 

1. 基隆市政府 

(1) 105 年寶貝內寮濕地推廣計畫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2) 106 年寶貝內寮濕地推廣計畫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

會、基隆市安樂區內寮社區

發展協會 

2. 臺北市政府 
(3) 105年臺北市河溪濕地長期監測

模式之規劃建置（1/3） 

國立臺灣大學、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3. 南投縣政府 
(4) 106年草坔濕地環境與生態資源

與研擬保育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 

4. 嘉義縣政府 

(5) 105年布袋廢棄鹽田水文生態環

境永續管理及明智利用計畫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

工程學系 

(6) 106年布袋廢棄鹽田水文生態環

境永續管理及明智利用計畫(II)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

工程學系 

11:20~11:30 團體合照 

頒獎結束 

備註: 1.獲特優獎之縣市機關及執行單位，係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7年 10月 1日營署

濕字第 1071293899號及同年 11月 5日營署濕字第 1071320354號函發評鑑審

查結果辦理授獎事宜，以茲勉勵。 

2.以上請獲獎之縣市協助轉知執行團隊及轄內保育團體一同出席活動，如

執行團 隊不克前來，請縣市協助代為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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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節目內容 

1. 國家重要濕地成果發表 

時間：10:30-10:45  

地點：主舞台 

    由主辦單位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分享，臺灣國家重要濕地發展及歷程，並藉

此分享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各合作部會及各縣市補助之濕地復育成果，以

及濕地國際交流經驗（國際濕地大會、濕地種子營）分享，最後說明濕地標章推

動及歷程。 

2. 重要濕地夥伴表揚授證大會 

時間：10:45-11:30  

地點：主舞台 

    為鼓勵積極推動濕地保育、促進濕地環境教育行動之縣市政府、NGO 等機

關團體，針對「105 至 106 年度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經營管理」及「105 至

106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評等為 特優等 計 11 縣市機關共 13 案，

進行公開表揚並頒發獎項，以感謝對我國濕地保育、復育工作之付出與貢獻。 

「105 及 106 年度重要濕地經營管理」評鑑成績－特優等(7 件) 

【桃園市】許厝港重要濕地 

【高雄市】洲仔重要濕地 

【苗栗縣】西湖重要濕地 

【澎湖縣】青螺重要濕地 

【宜蘭縣】雙連埤、蘭陽溪口、五十二甲、無尾港重要濕地 

【金門縣】慈湖重要濕地 

【臺中縣】七家灣溪重要濕地 

  

「105-106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評鑑成績－特優等(6 件) 

【基隆市】105 及 106 年度寶貝寮濕地推廣計畫 

【臺北市】105 年度臺北市河溪濕地長期監測模式之規劃建置（1/3） 

【南投縣】106 年度草坔濕地環境與生態資源與研擬保育計畫 

【嘉義縣】105 及 106 年度布袋廢棄鹽田水文生態環境永續管理及明智利用計畫 

3. 【濕地講堂 1】濕地產業共榮—馬太鞍重要濕地經驗分享 

時間：13:30-14:00 

地點：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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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吳昌鴻執行長 /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濕地如何與產業之間共生共榮？馬太鞍重要濕地為花蓮縣光復鄉馬錫山下

之湧泉沼澤濕地，阿美族馬太鞍部落，發展出獨特的 Palakaw 捕魚法，如今主要

發展項目為農業生產與生態旅遊，並結合里山倡議精神，以建構複合式農村生態

系，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與資源永續利用之間的平衡。 

4. 【濕地講堂 2】金山倡議—清水濕地地景維繫與產業深耕 

時間：15:00-15:30 

地點：主舞台 

主講人：邱銘源副執行長 / 春雷創意顧問有限公司 

    支持環境友善耕作，並復耕劣化農田，推動金山倡議宣言，以產業復甦的綠

色保育補貼政策，復耕金山清水濕地的友善耕作面積，並積極推廣環境生態教育，

製作環境教育教材、製作學童繪本等，透過種子教師與小尖兵活動在地扎根，永

續經營清水濕地。 

5. 濕地電影院 

時間：11:30-17:00 輪播 

地點：電視牆 

    播放國際交流相關影片、國家重要濕地攝影集（走向繁華水畔）、濕地標章

成果影片及重要濕地相關成果影片，主要內容為濕地環境教育、濕地產業共生等

相關影片，以輕鬆、貼近自然的紀錄片作品，提供民眾能夠了解濕地的多元管道，

為濕地保育持續發聲。 

6. 響應濕地日－連署 2018 濕地保育臺北宣言 

時間：10:30-17:00 

地點：濕地靜態展示攤位 

    由各部會及國內外濕地相關組織，於 2018 年國際濕地大會上共同研擬的「濕

地保育臺北宣言」，讓民眾能進距離瞭解，當日如同意並支持可簽署，以茲肯定

與迴響。參與活動者有機會獲得濕地紀念品一份。 

    依據「濕地保育法」及國家濕地保育綱領之精神，我們認知到，全國濕地保

育應建立在國土空間發展之基礎上，採跨領域互惠交流方式，以流域生態治理區

模式、國土綠色保育網絡之理念，建構廣義濕地生態系統。故濕地生態系統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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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等共同協

力、跨域合作，俾能真正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方針，有效面對國內濕地

保育之挑戰，促成生態保育與生存發展之明智使用。 

  另現場亦有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相關濕地計畫、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或重要濕

地濕地經營管理計畫等相關文宣品展示。 

7. 濕地環境教育體驗 

地點：各活動攤位 

時間：10:30-17:00 請依現場場次為主 

地點：各活動攤位 

 

A.認識濕地標章推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本攤位將以看板介紹及趣味問答之方式進行，讓大眾瞭解濕地的生態價值並

推動濕地標章，透過市場消費來兼顧保育。 

  

B.濕地知識王：十問食答送濕地食材 (濕地食材推廣) 

    透過有獎徵答方式讓民眾共同認識濕地生態、濕地保育及濕地產業共生等議

題，購買臺北農會農產品 100 元 1 點，集滿 5 點即可參與活動，現場預約報名，

參加有獎徵答活動，答題後可獲得濕地產業推廣品（濕地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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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報名對象：內政部營建署所屬機關、其他合作部會、各縣市政府、105 至 106

年度補助計畫執行團隊及民間團體等，以及對濕地環境議題有興趣之大專院

校相關系所及ㄧ般民眾皆請踴躍報名參與。如為表揚大會之授獎縣市機關或

執行團隊，請務必線上報名，俾利相關行政安排。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09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中午

前，請至「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網站」

http://wetland-tw.tcd.gov.tw/WetLandWeb/index.php >>2019 濕地日>>活動報

名，或直接於本活動網頁（wdtw.weebly.com）線上點入報名，約 200 人次，

額滿為止。 

(三) 凡報名參加者就有機會獲得濕地日紀念品，預先報名者並於 109 年 1 月 26

日(六)10:30前至報到處報到，可獲得限量濕地日紀念品(如是日缺席者視同

棄權，紀念品依序遞補發送)。 

(四) 聯絡方式：2019 濕地日籌備小組 Tel:（02）2543-1505 黃亦華小姐（ext.16） 

wetland@ecopia.org.tw。 

(五) 活 動 內 容 如 有 異 動 ， 請 以 「 國 家 重 要 濕 地 保 育 計 畫 」 網 站

http://wetland-tw.tcd.gov.tw/WetLandWeb/index.php（最新消息區）公告為準。 

五、 交通資訊 

(一)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 號，花博公園圓山園區之長廊廣場，花博農民

市集旁。 

(二) 交通方式： 

【搭乘捷運】捷運淡水信義線捷運圓山站 1 號出口。 

【搭乘公車】捷運圓山站 (玉門街) 21、208、42 區、542、677、紅 2、紅 33、

紅 34(假日行駛)、紅 50。 

花博公園站 (停靠民族東路) 21、246、紅 33、紅 34(假日行駛)。 

Tel:(02)2543-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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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活動.辦理地點位置圖 

 

 

 圖 2. 本活動場地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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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活動海報 


